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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通讯员 万成

4月17日， 常德市武陵区委书记罗
少挟带着区财政、民政、残联等部门及
一些企业的负责人，专程来到其联系点
城东“阳光家园”，听取工作人员、学员
家长和志愿者的意见。

“阳光家园”是专门为智障残疾人
开设的，主要为他们提供日间照料及学
习、技能培训等方面服务。在这个特殊
的家园里，孩子们过得怎么样？这是罗
少挟十分牵挂的。

走进“阳光家园”，罗少挟直奔手工
制作室。看到一群“孩子”在老师指导
下，正聚精会神地把一颗颗小珠子编成
美丽的工艺品，罗少挟很欣慰。

听说区委书记来了，体育东路社区
居民张丽节赶过来，对罗少挟说：“我的
孩子今年25岁了，是个二级智障。以前
性格孤僻、不喊人，生活不能自理。送进

‘阳光家园’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喜欢

跳舞，经常在家打扫卫生，还劝父亲少
喝酒。在老师指导下，孩子也掌握了一
些生活技能，希望政府能为孩子们提供

力所能及的就业岗位。”
家住新东街社区的刘建中也来了，

他说：“我的孩子段明昕两年前进入‘阳

光家园’，生活方面逐渐能够自理。最近
几个月，他迷上了架子鼓，吃饭时经常
用筷子敲打饭碗，有板有眼，区残联还
送给他一套架子鼓，如果有专业老师辅
导一下就好了。”这时，既是‘阳光家园’
学员家长， 又是志愿者的李正文插话：

“这些孩子虽有智障， 但在老师们精心
照料下，他们学东西上手也快。希望增
添一些设备和道具， 让孩子们学得更
好。”

对大家提出来的问题，罗少挟一一
记在本子上。她感慨地说：“常德市正在
大力推进‘完美社区’建设，加快构建新
型社区服务管理体系。让有智障的孩子
走向社会，成为有为之人，过上有尊严
的生活，是‘完美社区’建设题中应有之
义。”

对大家提出的聘请专业老师、增添
设备等问题，罗少挟当场要求有关部门
解决好。在场的常德信兴电子公司总经
理林建宁受到感染，当即与体育东路社
区就技能培训、优先安排“阳光家园”学
员就业等，签订了协议。

本报4月23日讯 （记者 孙敏坚 ） 临近
月末， 湖南轻工盐业集团的高管“消费账
单” 又一次在公示栏公布出来。 为了规范职
务消费， 集团实行高管费用交叉审批， 并严
格按预算控制进行， 每月对外公布。 在教育
实践活动中， 轻盐集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对“四风” 突出问题立行立改。

轻盐集团是原省轻工业厅成建制转体的
大型国有企业， 有140多名处以上干部。 活
动开展以来， 针对集团各级班子和党员干部
中普遍存在的“无关论” 和“冲突论” 思想，
集团邀请省委党校教授为集团各级党委负责
人共160余人进行专题辅导报告， 举行中央
和省委有关精神学习培训班， 对照要求深入
查找出党员干部存在的“机关作风浓厚、 放
不下身段下基层听民情， 官僚气息重、 存在
对消费者和经营户管卡压行为， 享乐主义、
奢靡之风比较普遍， 吃喝风盛行” 等主要
“四风” 思想弊病。

面对查摆出的问题， 集团坚持立行立
改。 改变过去在高档宾馆开大会的浪费现
象， 开会一律改在总部会议室， 提倡开套
会、 开短会， 简化会议程序， 严格费用控制
支出， 预计全年集团性会议比上年减少30%
以上， 节约费用200万元以上。 公务出差实
行点对点， 不安排参观考察， 集团主要领导
出差主动要求不坐头等舱， 不住豪华宾馆，
住宿费标准控制在380元至500元以内。 增
强服务意识， 要求对基层诉求及时反馈， 公
文批复限时办理， 集团高管实行每周工作日
程报告制和工作日志制度， 工作作风有了明
显转变。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唐文君 唐玫）“大家今后
还有什么困难问题和建议，请加
我的微信交流。”4月20日， 新田
县委书记唐军在与驻广州市白
云区的新田务工经商人员交谈
结束时提出建议，有10余人立即
响应，成了县委书记的好友。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
来，新田县从问题导向入手，坚持
开门纳谏，“问症” 于群众，“求医”
于基层， 着力查找县委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的“四风”突出问题，
通过转变作风提高服务群众的能
力，取得了显著成效。

该县县委召开专门的务虚
工作会议， 邀请20名群众代表列
席县委常委会，对照市委7个方面
34项突出问题，邀请群众提意见。

59名县级领导逐个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分类整理出“四风”问题、
经济发展、民本民生等意见和建议
260条。同时，通过热线交流、网上
问卷、民生速递、媒体问政、网络问
效等途径，共征集意见和建议200
余条。

针对“揪”出的问题，该县出
台了《机关作风效能建设问责暂
行规定》，被干部称为县委“二十
七条”。今年以来，县里对干部作
风组织了6次明查暗访，21人受
到问责，1名副处级干部，1名镇党
委书记受到免职处理，1名副局长
被立案侦查。 全县会议比去年同
期减少20%， 公务接待宴请消费
比去年同期减少40%， 超标配备
公车、多占办公用房、滥建楼堂馆
所问题得到清理。

“打击‘三假’
必须常抓不懈”
———访省新闻出版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黄赞佳
本报记者 张斌

“打击‘三假’专项行动，是一项长期抓、持续抓、严
格抓的事情，必须认真抓好落实，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确保取得切实的效果。”4月23日上午，省新闻出版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黄赞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打击新闻
敲诈和假新闻等态度坚决。

目前，一场以打击新闻敲诈、假新闻和假媒体、假媒
体机构、假记者为重点的专项行动正在全省铺开。黄赞
佳介绍，根据有关部署，省新闻出版局在专项行动中加
强了组织领导，成立了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工作领导
小组，并总结多年经验，结合全省实际，制定下发了《关
于开展打击假媒体、假媒体机构、假记者专项工作的通
知》，扎实推进打击“三假”专项行动。为加强行业监管，
省新闻出版局进一步健全了各项制度。如：严格新闻采编
人员职业资格制度，每年都对全省报社、新闻性期刊社及
中央新闻单位驻湘记者站新闻采编从业人员进行资格培
训；加强年检年审，严格认真把关，将报刊、新闻记者证、
报刊记者站年度核验工作和打击“三假” 专项工作相结
合，将报刊出版单位、报刊记者站及其采编人员的自查自
纠与整改作为年度核验的一项重要依据； 建立准入退出
制度，按照新闻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对没有达到要求的进
行注销，对违规的进行严肃处理。完善举报投诉制度，公
布电话、网上、采访、书面等举报渠道，大力查处违法违规
案件。

黄赞佳透露，除已经查处的衡阳“网络大V”格祺伟
案外，岳阳“5·02”假记者诈骗案，被告人唐某已由岳阳
屈原管理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 并处罚金1.5万元；
常德成某涉嫌利用媒体欺诈案， 成某已于1月18日批
捕，查明涉案金额35万元，其中既遂金额19.7959万元，
未遂金额14.5万元， 目前该案已移交常德检察机关；耒
阳姚某假记者案， 此案已移交河北省衡水市警方处理，
嫌疑人姚某已被刑拘等。 核查了一批群众举报反映线
索，如以中国执法监督网、世界警察杂志社湖南记者站、
中国网络记者协会等单位之名从事新闻活动的假记者
举报线索等。

“打击‘三假’专项行动必须常抓不懈。下阶段，我们
将按照既定方案，认真贯彻落实，重点加大举报投诉、严
格管理、整顿查处等力度。”黄赞佳指出，要继续完善举报
投诉的力度，畅通电话、网上、走访、书面等举报渠道，不
断完善健全受理举报工作机制， 让社会上所有人都参与
到打假的行列中来。要严格加强行业管理，不断完善各项
监管制度， 严格按照新闻出版法律法规依法依规开展各
类活动。要抓住重点进行整顿查处，如着力解决违规开设
媒体机构和违规经营的问题， 着力解决以舆论监督为名
实施新闻敲诈的问题， 着力解决为获取经济利益恶意造
假炒作的问题，着力解决无证采访和非法出版等问题。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李珈名◎

■联系点听民声

“让智障孩子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创新在基层

轻盐集团以问题为导向抓整改新田立说立改动真格

罗少挟（后右）在“阳光家园”手工制作室查看“孩子们”的动手能力。
本报记者 周勇军 摄


